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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角对离心泵内固液两相流动影响
刘

栋，杨敏官，董祥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采用欧拉多相流模型、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与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应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对３台不同叶片出口安放角的离心泵内的固液两相湍流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叶片出１：７
安放角对泵内部固液两相流场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在叶轮流道内，固体颗粒的相对运动方向比
液相更偏向叶片压力面，大叶片出口角叶轮内两相速度的夹角较大．通过对比不同叶轮内压力分布
及固体颗粒体积浓度分布，得出以下结论：大出口安放角的叶轮压力面附近聚集了更多的颗粒，导
致大量颗粒与叶片尾部的压力面相撞；叶片出口安放角增大使得叶轮出口压力增大．
关键词：离心泵；叶轮；固液两相流；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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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含有晶体颗粒的离心泵，是一种典型的固

用二维激光测速系统准确地测量了大出口角离心泵

液两相流泵．与泵内单相流场相比，固液两相流泵内

输送清水时的最优和小流量工况下叶轮内部的流动

的流场更加复杂¨’３ Ｊ．泵内固液两相均有一组流动

情况；曲延鹏等＂１进行了离心泵出口角的改变对稳

参量，使描述运动的变量增加一倍，再加上各相的物

态水力性能影响的试验研究，发现随着出口角的减

理性质、体积浓度及相间速度的变化，进一步加深了

小，离心泵流量变大，扬程提高，但效率降低．前人的

泵内两相流场研究的难度．

研究表明，在改变离心泵出口角的大小时，离心泵的

关于叶轮叶片出１：３安放角的影响，李文广Ｍｏ利

流量、扬程、功率、效率及其出口压力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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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４７６０６８）
作者简介：刘栋（１９８ｌ一），男．江苏泰州人，讲师，博士（１ｉｕｄｏｎｇ＠ｕｊｓ．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流体机械性能及内部流动分析研究
杨敏官（１９５２一），男，江苏常州人。教授，博导（ｍｇｙａｎｇ＠ｕｊｓ．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流体机械性能及内部流动分析研究

万方数据

２

排

灌

机

第２７卷

械

因此研究叶片出口安放角对离心泵的优化设计有很

扬程Ｈ＝１０ ｍ，转速Ⅱ＝１

重要的意义．

Ｄ２＝１８５

４５０

ｒ／ｒａｉｎ．叶轮外径

ｍｍ，出口宽度ｂ２＝１０ ｍｍ，３个叶轮的叶

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求解叶轮内固液两相流动

片出Ｅｌ安放角岛分别为３００，４０。，５００，包角均为

的基本方程∞Ｊ，对其进行合理模拟，可以直观地表

１２００，叶片型线对比及叶轮流道三维造型由图１，图

现出泵内的流动信息，并逐步揭示其基本规律，为固

２给出．

液两相流泵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依据．
出口

本研究将利用欧拉多相流模型，对不同出口安
放角叶轮内的固液两相流动进行数值计算，初步揭
示出口安放角对叶轮内固液两相流速度场分布、压
力场分布及固体颗粒体积浓度分布的影响规律，从
优化叶片型线、减少固相颗粒与叶片碰撞、减小水力
图１叶片型线对比

损失等方面出发，更好地实现固液两相流泵的优化
Ｆｉｇ．１

设计，延长使用寿命．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ａｎｅ ｃｕｒｖｅ

基本方程和边界条件
１．１欧拉模型
液相连续性方程…

杀（ａ）＋Ｖ·（ＯｃＩＶＩ）＝寺（机飞誓）（１）
其中Ｏｔ，表示液相的体积分数，ｌ，。表示液相速度，帆
表示从固相到液相的质量传递，机＝帆，ｒｈ。＝０．
液相动量守恒方程¨１

｛；（ａｌｐｌｌ，Ｉ）＋Ｖ·（ａｕ０１ｌ，ｌｌ，１）＝一ｎｌ

７ｐ＋Ｖ·，ｌｒＩ＋

ａｕｏｌｇ＋ａｕｏｌ（Ｆ１＋ＦＩｉｎ．１＋Ｆｖ。．１）＋
ＫＩ（＇，。一ｙ１）＋航ｄｌ，ｄ

（２）

其中７。是液相的切应力张量．
乱＝ａ弘ｌ（Ｖ

ｈ＋Ｖ

ｌ，：）＋ｃｔｌ（Ａｌ一号ＡＩ）Ｖ

ｖｌｌ

其中Ｋ，＝Ｋ。。是相间动量交换系数．
这里肛。和Ａ。是液相的分子粘度和体积粘度，Ｅ
是外部体积力，，。ｊＩｔ．。是升力，Ｆ。。．。是虚拟质量力．
＇，。。是相间的速度，定义如下：如果航．。＞０（即固相的
质量传递到液相），％＝ｌ，。；如果ｒｈｌｌ＜０（即液相的
质量传递到固相），ｌ，．１＝ｌ，ｌ，＇，ｄ＝％．
固相动量守恒方程…

告（ａⅣ．）＋Ｖ·（ａ．ｐ—ｌ，．）＝一ａ。Ｖｐ＋Ｖ＿＋

（ｃ）Ｊ９２＝５０。

ａ．ｐ。ｇ＋ａ，ｐ。（，．＋Ｅ溃．。＋Ｆｖ。．。）＋
Ｋｌ。（’，ｌ—ｌ，．）＋ｍ’ｌ。＇，１．
１．２

图２

（３）

计算区域及网格
模型泵的主要设计参数为：流量Ｑ＝２０

万方数据

Ｆｉｇ．２

叶轮流道的三维造型

３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３显示了计算区域和计算网格，叶轮和蜗壳
ｍ３／ｈ，

计算区域分别用２１５ ６３１和１８５ ３７３个非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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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网格．

２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计算了设计工况点的流场．计算采用硫
酸钠溶液为液相，体积浓度为１０％的硫酸钠晶体作
为固相．
图４显示了两相流体在叶轮流道内的相对速度
分布，图中同一点的两个矢量，分别表示液相和固相
颗粒通过该点时的相对速度，其中偏向压力面的速
度矢量为固相颗粒的相对速度．从图中可以看出，３
个叶轮流道中颗粒的相对运动速度均比液相大，这
图３计算区域及计算网络
Ｆｉｇ．３

是由于固相的密度大于液相，在叶轮流道中固相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ｉｒｄ

１．３边界条件

离心力及哥氏力作用较明显造成的．在叶轮流道进
口处，固液两相的相对速度方向有较大的夹角，使固

１）液相边界条件

相比液相更偏向叶片的压力面运动．当叶片出口安

根据离心泵叶轮进口的特点，由质量守恒定律

放角较大时，两相相对速度夹角较大．在叶轮进口，

和进口无旋的假设确定轴向速度，并假设切向速度

固相颗粒受惯性力的影响较大，从固相（虚线部分）

和径向速度为０．湍动能的进口值取进口平均动能

与液相（实线部分）的速度示意图可以看出（见图

的４％，进口处湍动能耗散率按湍动能和进口特征

５），其绝对速度的圆周分量秽。小于液相绝对速度的

长度计算．固壁上满足无滑移条件，即相对速度为

圆周分量秽。。，固相相对液流角卢。小于液相相对液流

０，压力取第二类边界条件，ＰｘＰＯｐ／ａｎ＝０；湍流壁面条

角口。，固相相对速度更加偏向于叶片的压力面．而改

件采用壁面函数边界条件．

变出口安放角使叶轮流道的形状改变，进而改变整

２）固相边界条件

个流道内流体的速度．在包角相同时，增大叶片出口

除进口外，固相各变量也采用Ｏｐ／Ｏｎ＝０的第二

安放角使流道进口处的扩散度增大，固液两相的相

类边界条件，进口给定第一类边界条件．

对速度夹角也随之增大．

图４不同出口安放角两相流体相对速度分布矢量图
Ｆｉｇ．４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ｌｅｔ ａｎｇｌｅｓ

角叶轮的固相和液相的相对速度均小于小出口角的

｝’ ７ ＿＼姆１
、＼

弘
图５
Ｆｉｇ．５

固相和液相的相对速度．从叶轮出口固相与液相的

Ｐ弧，１

办、＼

Ｐｍｓｌ

速度示意图（见图６）可以看出¨Ｊ，固相颗粒由于受
到离心力的作用，随着流体在叶轮流道中运动，口。
逐渐增大，使固相和液相相对速度夹角减小．而在其

叶轮进口固相与液相的速度示意图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ｓ

ａｔ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ｉｎｌｅｔ

在流道中间部位，固相与液相的相对速度夹角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叶片出口安放角ＪＢ：增大，使
固液两相绝对速度的圆周分速度％增加，从而使出
口处的相对速度加：减小．

减小，两相运动方向趋于一致．在叶轮流道出口处，

图７给出了不同出口安放角的固相颗粒在叶轮

固相与液相的相对速度方向基本相同，大出口安放

流道内的体积浓度分布等值线图．由图可知，３个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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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道的颗粒相体积浓度都是从吸力面到压力面逐

磨损叶片，易造成叶片尾缘部分的快速磨蚀破坏．故

渐增加．较大出口安放角的叶轮，压力面的颗粒体积

减小叶轮出口角能减小颗粒的集中，减轻颗粒与叶

浓度较高，且颗粒最集中的区域有向叶片压力面出

片压力面的碰撞而提高叶轮寿命．

口处移动的趋势．这是由颗粒相和液相在流道内相
对运动决定的，出口安放角越大，固液两相的相对速
度夹角越大，颗粒相更容易脱离液相，向叶片压力面
运动．因此，在大出口角叶轮中颗粒相在工作面附近
的体积浓度更大＂。９ Ｊ．而由于叶片形状改变，使大出

图６叶轮出口固相与液相的速度示意图

口角叶轮颗粒集中的区域，更靠近流道的出口处．这

Ｆｉｇ．６

ａｔ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

样，更多的颗粒要与叶片尾部相撞，在压力面出口处

（ａ垆２＝３０。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ｓ

（ｃ）ｐ２＝５０＂

（ｂ垆２＝４０Ｐ

图７不同出口安放角叶轮颗粒相体积浓度分布等值线
Ｆｉｇ．７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ｌｅｔ ａｎｇｌｅｓ

图８给出了不同出口安放角叶轮流道内的总压

口安放角叶轮的出口压力．这是由于叶片出口安放

分布等值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３个叶轮流道的压

角增大时，叶轮流道出口处绝对速度的圆周分速度

力都是随叶轮半径的增大逐渐升高，在同一半径上，

增加，相对速度减小，从而使其压力增大，有利于泵

压力面上的压力高于吸力面上的压力，在压力面靠

扬程的提高．但是出口角的增大使叶轮出口处的绝

近出口处压力分布较高，这是由于颗粒相向压力面

对速度增大，流道扩散严重，流体在叶轮流道中运动

运动的结果．大出口安放角叶轮出口压力，大于小出

必然产生很大的水力损失，较大地降低水力效率．

（ａ垆２＝３０’

（ｃ概＝５０。

（ｂ垆２＝彬

图８不同出口安放角固液两相流动的总压分布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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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浓度更大，且最大值的区域偏向叶片压力面出口．
３

结论

这将导致更多的颗粒与叶片尾部的压力面相撞，加
速叶片的磨蚀．故减ｌｌ，ａｔ＂片出口角能减小颗粒的集

通过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提高叶轮寿命．

１）离心泵叶片出口安放角对固液两相流场有

３）叶片出口安放角增大使得叶轮出口压力增

显著的影响．由于离心力和哥氏力的作用，叶轮流道

大，使泵扬程增大．但流道扩散严重，会增加泵的水

内颗粒相与液相的相对速度方向有较大的夹角，大

力损失，降低效率．

出口角叶轮内两相相对速度夹角较大．在叶轮出口
处，大出口角叶轮的固相和液相的相对速度均小于
小出口角叶轮．
２）大出１２１安放角的叶轮，在叶片压力面颗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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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射流式节水灌溉设备的完善与中试＂项目
顺利通过验收和鉴定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２日，江苏省科技厅、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镇江主持召开了由江苏大学、金坛市旺达喷
灌机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凯节水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的２００６年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资助项目“新型射
流式节水灌溉设备的完善与中试”验收鉴定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全面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任务和指
标，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和鉴定．
该项目经过近３年的实施，射流式喷灌机组及隙控式全射流喷头综合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两种
新型射流式节水灌溉设备机组效率比国家标准的规定值提高９．５％一１１．０％，白吸时间比标准的规定值缩
短了４２～６７ ｓ，整机重量比原产品平均减轻２７．４％．
项目实施期内申报受理国家发明专利ｌｏ项，授权２项．产品经黑龙江省龙江县、内蒙古赤峰市、四川省
绵阳市等地几十家用户使用，运行稳定，性能可靠，使用维护方便，深受用户好评．在２００９年初的农业抗旱
中，射流式喷灌泵机组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十分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摘编自ｈｔｔｐ：／／ｌｔｚｘ．ｕｊｓ．ｅｄｕ．ｃｎ／ｍａｉｎ．ａｓｐ？ｃｌａｓｓｉｄ＝１００＆ｍａｉｎｉｄ＝１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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